
 

医用耗材供应商初审合格供应商 

 

序号 供应商名称 产品系列与生产厂家 

1 重庆以勒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广州科莱瑞迪定位膜 

2 重庆博登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新乡驼人全麻组件、腰硬联合麻醉穿刺包 

3 
河南驼人医疗器械集团有限

公司 
河南驼人气管插管、加强型气管插管、腰硬联合麻醉穿刺包、麻醉穿刺包 

4 北京诚诺美迪科技有限公司 美国 NuMED 支架、球囊导管等 

5 
湖北益方达医疗器械有限公

司 

深圳益心达 Y 型连接阀、三联三通、无菌血管内导管：球囊扩张导管、无菌血管内

导管辅件：导丝、压力延长管、造影剂推注器、子宫颈扩张球囊导管 

6 
重庆琪美斯医疗设备有限公

司 
重庆琪美斯引流袋 

7 重庆联兴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
北京富乐脊柱后路钉棒系统、脊柱后路内固定系统、颈椎后路钉板系统/深圳沃尔

德颅骨网板及螺钉系统、钛合金异型接骨板及配套螺钉系统/美国 Codman 硬膜补片 

8 
珠海市德邦医疗器械有限公

司 

美国库克鼻胆引流管、超声活检针、胆道扩张导管、胆道支架及导引系统、导丝、

金属胆道支架系统、球囊扩张导管、取石网篮、乳头括约肌切割器、三腔括约肌切

开器、三腔球囊取石导管、双猪尾胆道支架及导引系统、碎石网篮、套扎器、息肉

勒除器、针状乳头切开刀 

9 
重庆市卓普医疗器械有限公

司 
深圳美成中性电极/广州名加医用皮肤记号笔 

10 重庆普源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
北京福爱乐医用胶/海南一鸿外用离子抗菌敷料/山东百多安无菌导尿管/英国

ConvaTec 亲水性纤维含银敷料、伤口护理膏 

11 重庆博朋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佛山伽马伽马卫生湿巾 

12 
成都新奇胜商贸有限责任公

司 
北京华科恒生颅内皮层电极 

13 
江西 3L 医用制品集团股份有

限公司南宁分公司 

江西 3L 透析护理包、颅脑手术薄膜、医用手术薄膜、医用无菌罩单、病理标本

袋、无菌保护套 

14 
北京高视远望科技有限责任

公司 
德国海德堡角膜接触帽 

15 
重庆迈世通医疗器械有限公

司 
山东健泽放疗定位膜/意大利 STERYLAB 穿刺活检针 

16 重庆赛邦医药有限公司 大连拜尔卫姆拉杆式伤口皮肤扩展器 

17 
重庆市靖佳齿科技术有限公

司 
重庆市靖佳齿科定制式固定义齿、定制式活动义齿 

18 
重庆市凯尔达医疗器械有限

公司 
浙江海创无创皮肤吻合器 

19 重庆创卓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清铃株式会社揿针 

20 重庆远翔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吉林蓝鼎陆和抗菌功能性敷料(贴) 

21 上海新康联科技有限公司 美国血液技术血细胞分离器、贮血器系统、吸引管路 

22 上海臣享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中山市澳泉医用折叠卷袋 

23 重庆康迈商贸有限公司 
瑞士 Synthesβ -磷酸三钙人工骨、可吸收固定系统、颅颌面接骨板、颅颌面外科内

固定系统、颅颌面用接骨螺钉、锁定接骨螺钉 

24 重庆七零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合肥美迪普无纺布 



25 重庆中欣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深圳惠泰电生理电极导管 

26 国药控股重庆有限公司 日本小池真空吸引器 

27 
重庆市健旭医疗器械有限公

司 
上海锦泽夏本留置针 

28 重庆正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国诺曼恩强效多酶清洗剂/美国 HYGIENA  ATP 测试用试纸(采样棒) 

29 重庆奇枫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兰州西脉记忆合金 TiNi 环抱式接骨器 

30 成都迈瑞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

南京微创 MTN-BF 系列无菌一次性内窥镜活体取样钳、肠道支架、胆道支架、覆硅

胶膜食道支架、覆硅胶膜食道支架系统、覆膜胆道支架、可旋转重复开闭软组织

夹、气管支架、消化道软组织夹 

31 西安西京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西安西京人工心肺机膜式氧合器 

32 
甘肃科益医疗影像科技有限

公司 
厦门锐珂医用红外激光胶片 

33 
乐普（上海）医疗器械有限

公司 
乐普医学电子仪器植入式心脏起搏器 

34 重庆腾能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重庆清世封闭式负压引流套件 

35 
安华恒基（北京）科技有限

公司 
天津赛诺生物降解药物涂层冠脉支架系统 

36 
重庆瑞彼德医疗器械有限公

司 
广州熙福包皮吻合器包 

37 重庆鑫和华合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爱源负压引流管路/宁波天益血液净化装置的体外循环血路 

38 重庆培林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意华健羟基磷灰石义眼台/美国 IOI 羟基磷灰石义眼台 

39 重庆艺凯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杭州安瑞活组织取样钳、细胞刷 

40 
重庆宜昇达医疗设备有限公

司 
德国 Ulrich 高压造影注射器管路系统 

41 重庆态美齿科研究所 重庆态美齿科定制式固定义齿、定制式活动义齿 

42 重庆茂宜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美国 medical 血液透析导管及附件 

43 重庆理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重庆安碧捷安必洁医用超声耦合剂 

44 
重庆天外天医疗器械有限公

司 
天津哈娜好透析型人工肾血液回路导管、冲洗器 

45 江苏博创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美国鲁沃夫多酶清洗液、除锈剂、润滑剂 

46 杭州九源基因工程有限公司 杭州九源基因骨修复材料 

47 重庆阳鑫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西安汇智尿流监测导尿管 

48 重庆唯奇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美国 BD 无菌注射器 带不带注射针、预充式导管冲洗器 

49 重庆俊亮泽昊医药有限公司 
成都迪康中科可吸收医用膜/南京东万微创外科专用切除组织取出器/深圳大爱特定

电磁波(TDP)灸疗贴 

50 重庆翰林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济南晨生泪道再通管及配套用品 

51 
宁波菲拉尔医疗用品有限公

司 

宁波菲拉尔人工心肺机体外循环管道包、心脏冷停搏液灌注器、血液微栓过滤器/

意大利 Bellco 血液滤过器 

52 重庆朝阳气体有限公司 重庆朝阳气体瓶装氧气、氩气、二氧化碳、氮气等 



53 重庆海坤医用仪器有限公司 苏州伟康密闭式吸痰管/上海贝特用连接管 

54 重庆悦鑫商贸有限公司 山东百多安脑科引流管/西安凯棣皮肤吻(缝)合器 

55 
重庆市霖霆生物科技有限公

司 
美国泰科中心静脉导管套件 

56 重庆赞诚科技有限公司 德国 Ovesco 内镜吻合夹系统 

57 
苏州市华伦医疗用品有限公

司 
苏州华伦针灸针 

58 上海惠视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荷兰 DORC 眼科手术系统 

59 
丹阳市海纳卫生用品有限公

司 

衡水艾泽医用护理垫（看护垫）、医用固定带、腰椎固定带/衡水景康医用固定带/

衡水天健医用外固定支具 

60 
重庆普乐迪生物技术发展有

限公司 
美国泰科脑电传感器 

61 成都天浩四达科技有限公司 
上海凯利泰椎体成形器系列-KMC 椎体成形导向系统、椎体成形器系列-经皮穿刺

针、椎体成形器系列-压力充盈器、椎体扩张球囊导管 

62 重庆安通医药有限公司 北京康派特医用胶/重庆迈德弹力绷带/天津翔引流管 

63 重庆瑞科医疗仪器有限公司 苏州杰成介入人工生物心脏瓣膜/日本泰尔茂血液成分分离器/四川南格尔塑料血袋 

64 广州超富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杭州启明经导管人工主动脉瓣膜置换系统 

65 
四川威高天府医药科技有限

公司重庆分公司 

山东威高医用高分子系列、山东威高新生系列品、威海洁瑞穿刺系列产品、威海威

高透析器、体外循环血路、敷料及材料系列等 

66 华润重庆医药有限公司 韩国 I-SENS 血糖试纸/韩国 Felltech 胰岛素注射器及注射笔用针头 

67 重庆源畅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德国贝朗脑动脉瘤夹、可吸收颅骨固定夹、神经补片等 

68 重庆中枭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//天津风洋干湿温度计/重庆棉纱厂棉纱/上海飞鹰双面刀片等 

69 重庆大舜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 

德国 Heinz 鼓室成形术假体/上海契斯特鲁米尔套线器/扬州康久安备皮刀/湖南仁

馨银离子医用抗菌敷料/义乌捷康石膏稳速绷带/河南健琪纱布绷带、纱布块、口

罩、中单等/广州维力无菌硅胶导尿管/常州晓春无菌阴道扩张器/广东百合肝素帽/

美国 STERIS 多酶清洗液、除锈剂、润滑剂、清洁剂等 

70 重庆盖博医疗器材有限公司 美国巴德透析导管/金宝 超滤器、输液延长管等 

 


